
一方面，议会投票否决首相戴
维·卡梅伦提交的军事干预叙利亚
冲突动议；另一方面 ，政府官员透
露，不参加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行
动仅指不出兵，英国仍将在情报共
享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共享情报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9 月 1 日

以白厅为消息源报道，英国位于地
中海的情报搜集机关将为美军提
供情报。

白厅是英国首都伦敦的一条
街道，连接议会大厦和首相府所在
的唐宁街 。 白厅及其附近有国防
部、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政府
机关。 所以，白厅代指英国政府。

一名消息人士说 ：“我们一直
支持我们的盟国和议会有关（参加
美国对叙利亚）军事行动的表决结
果，但这并不涉及情报。 ”

这一消息源说，英国三大情报
机构之一政府通信总部位于塞浦
路斯的情报监听机构距离叙利亚
仅 100 多公里。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
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提供给英国
《卫报》的文件，美国国家情报局承

担了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位于塞浦
路斯的情报监听机构的一半开支。
作为回报，政府通信总部在确定监
听重点时将听取美方建议。

未动兵马
鉴于参与军事行动的动议遭

到议会否决，英国军队武器装备暂
时没有改变部署。

《星期日电讯报》报道，英国皇
家空军位于塞浦路斯的 6 架“台风”
式战斗机和一架 “哨兵 ”空中预警
机将驻守那里，保护情报监听机构
和英军机场免受 “敌方飞机 ”可能
的攻击。

英国皇家海军说， 眼下暂无打
算转移一艘待命准备参加对叙军事
行动的 “特拉法尔加” 级核动力潜
艇。 这艘潜艇装备一系列先进的监
听设备，但消息人士称，眼下它不大
可能被用作支援美军打击行动。

按照《星期日电讯报》的说法，
几乎确定的是，军事打击叙利亚行
动将于夜间从美国海军第六舰队
所属舰艇上以齐射方式发射 “战
斧”式巡航导弹。 可能的打击目标
是叙利亚军方指挥控制中枢，包括
位于首都大马士革的总参谋部、特

种部队和军事情报机构总部，以及
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官邸。

严防黑客
随着笼罩在叙利亚上空的战争

阴云迫近，美国情报机构加紧对美
境内叙利亚人的监视和监听，以防
止亲巴沙尔政府的黑客发动攻击。

《纽约时报》9 月 1 日报道 ，负
责美国国内情报工作的联邦调查局
和国土安全部向联邦机构和私营企
业发出警告，称美国打击行动可能
触发黑客网络攻击行为。

按照这份报纸的说法，宣称支持
巴沙尔的黑客组织 “叙利亚电子军”
最近数月对美国企业发动数次 “袭
扰”行动。 今后数天，联邦调查局特工
准备讯问数百名在美国的叙利亚人。

此外， 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
部还向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构官员
发出秘密紧急通报，提醒他们留意因
为军事打击叙利亚引发的潜在威胁。

联邦调查局高层还指示地方办
公室与掌握叙利亚人情报的消息源
保持密切联系，以确认有关可能发
动报复袭击的言论。 接受直接调查
的叙利亚人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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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奥巴马 8 月 31 日
在白宫发表讲话称，将就对叙利
亚采取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
相比美国历来说打就打的风格，
这一表态是个明显让步。 究其原
因，则是美国提供的情报证据难
以服众， 国内民众极度厌战，奥
巴马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难
获支持 ， 对叙动武面临重重困
难。 他这才将皮球踢给国会。

奥巴马第一难在历史教训。
叙利亚内战已连绵 2 年多，迄今
造成 10 万多人死亡， 数百万人
流离失所。 而美国在此期间几乎
不管不问，对推动政治解决叙利
亚危机并不积极 。 可就在不久
前，美方风向突变 ，放话要打叙
利亚。 这种前后脱节的态度、及
其提供的充满主观臆断的所谓
“证据”， 让国际社会心里没底，
纷纷联想到小布什政府为发动
伊拉克战争，炮制萨达姆政权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谓“铁证”，
再加上美国中东政策的过往记
录，让奥巴马的说服工作变得极
为艰难。

奥巴马第二难在传统盟友。
国际社会对军事行动的冷淡与
反对态度影响到了这些以前“说
走咱就走”的小兄弟。 加拿大、德
国和北约纷纷表示不会参与，起
得最早、叫得最响的英国政府更
在下议院投票否决军事行动之
后尴尬退出。 数来数去，美国就
剩下叙利亚原先的殖民宗主国
法国和受到叙利亚内战直接威
胁的土耳其可以依靠，对比阿富
汗、伊拉克战争甚至利比亚冲突
动辄数十个国家参与的盛况，奥
巴马这次的国际联盟显得分外
寒碜。

奥巴马第三难在党派内部。
由于美国国会的政治僵局，奥巴
马已经不再指望共和党支持他
的任何政策。 但这次民主党内部
也有不同声音，其中反对之声最
响亮的莫过于加利福尼亚州众
议员芭芭拉·李。 她 8 月 28 日向
自由派民主党议员散发一封信，
要求对叙利亚军事行动展开国
会辩论与投票。 共和党众议员斯
科特·里格尔也散发了一封类似
的信。 这两封要求国会讨论叙利

亚的信件已经得到 190 多位两党
议员联署。 这充分说明了奥巴马
在党派内部面临的阻力。

奥巴马第四难在国内民众。
国会各党派不支持奥巴马的根
本原因，并不是他没有一开始就
拿着叙利亚问题找国会要授权，
而是大部分国内民众不支持对
叙动武，反战呼声甚高。 经历了
十多年的战争和大量美军伤亡，
美国民众极度厌战，对任何可能
造成美国人伤亡的军事行动都
很排斥。 尽管奥巴马主张的导弹
突袭不需要美军深入叙利亚境
内或领空，但利比亚冲突中美军
不死一人的“成功”，最后却换来
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遇
袭、大使毙命的惨痛经历 ，美国
民众对这种袭击效果心存疑虑。

奥巴马第五难在安理会。 在
叙利亚问题上，联合国安理会意
见一直不统一，俄罗斯坚决反对
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并质疑美
方所谓“证据”，要求美国向联合
国调查人员和安理会出具这些
证据。 拿不到安理会授权，让奥
巴马的军事打击在国际上缺乏
合法性依据。

奥巴马第六难在地区国家。
伊朗、黎巴嫩等与叙利亚关系较
为密切的国家纷纷表态反对美
国军事介入，呼吁政治解决。 而
在利比亚冲突期间出人、 出钱、
出飞机的阿拉伯联盟则一直没
有公开表态支持美国动武，这让
美国在国际不支持 、 盟友不给
力、国内有阻力的情况下 ，在地
区中也很孤立。

无奈之下，奥巴马将球踢给
国会。 如果国会授权，他不用自
己承担责任； 如果国会反对，他
也有台阶可下。 只是国会的节奏
与这几天军事行动箭在弦上的
感觉完全脱节，众议院要到 9 月
9 日复会之后才会开始讨论，到
那时，说不定联合国调查已有结
果，叙利亚、中
东、 世界和美
国国内局势又
有了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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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对叙动武有“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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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在
地中海海域
部署的 “马
汉” 号导弹
驱逐舰 （资
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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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听机构仅距叙利亚 100 多公里


